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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月30日讯（大众
日报记者 魏然）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山东省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30日上午在山东会堂
闭幕。

省政协主席付志方，省政
协副主席吴翠云、郭爱玲、赵家
军、唐洲雁、王艺华、韩金峰、王
修林、程林、刘均刚，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刘家义、龚正、王文涛应邀
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闭幕大会应到委员820人，
实到783人，符合规定人数。

闭幕大会前，在吴翠云主
持下，举行选举大会。会议通过
了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选举
办法及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选举付志方为省政协主席，选
举吴翠云、郭爱玲、赵家军、唐
洲雁、王艺华、韩金峰、王修林、
程林、刘均刚为省政协副主席，
选举王艺华为省政协秘书长，

选举161名政协委员为省政协
常委。全场委员以热烈的掌声
祝贺新一届政协山东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的诞生。

选举之后，付志方主持闭
幕大会。会议通过关于政协第
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政协
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提案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政协第十一届山东省委员会
2017年协商工作计划执行情况
和政协第十二届山东省委员会
2018年协商工作计划安排报告
的决议、政协第十二届山东省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
员会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
第十二届山东省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政治决议。会议各项决议
和报告通过时，会场内响起热
烈的掌声。

付志方说，在中共山东省
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经过

与会委员的共同努力，省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各
项任务，是一次集思广益、凝心
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承前启后、
催人奋进的大会。

付志方说，大会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山东省政协主席、副
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我们
一定珍惜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于职
守，不懈努力，为山东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中走在前列、建设经济文化
强省作出新的贡献。

付志方指出，本届省政协
任期的五年，处于我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
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现
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的关键时
期。希望全体委员履职尽责，奋
发作为，创造一流业绩，回报人
民的重托。要坚定政治信念，站
稳政治立场，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和国家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地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充分发挥在本职工作
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
主体作用和界别群众中的代表
作用。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切实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
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巩固
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旗帜鲜
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言
行，一以贯之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风吹
浪打不动摇。要练好调查研究
这一履职基本功，善于通过调
查研究寻策问计，在履职实践
中做到看得准、议得透、说得
对，发挥建设性作用。要发挥政
协组织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
系广泛的独特优势，牢牢把握
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靠团结
凝聚服务大局的磅礴力量，靠

民主汇集推动发展的聪明才
智，同心筑梦，共铸辉煌。

付志方最后说，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山
东省委的领导下，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精心绘就齐鲁大地
现代化建设的绚丽画卷！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
就座的领导同志和老同志还
有:王军民、李群、杨东奇、张江
汀、陈辐宽、王清宪、邢善萍、林
峰海、赵冀鲁、李法泉、柏继民、
才利民、于晓明、尹慧敏、张新
起、王随莲、王书坚、孙立成、于
国安、任爱荣、于杰、白泉民、吴
鹏飞、张甲天、陈勇、孙继业；赵
志浩、陆懋曾、李春亭、韩寓群、
翟永浡、王裕晏、李殿魁、谢玉
堂、周鸿兴、乔延春、王宗廉、齐
乃贵、王志民、赵玉兰、张传林、
李德强、栗甲、王新陆、雷建国、
王乃静、陈光、赵润田、许立全、
翟鲁宁。

本报记者 陈玮 张玉岩

30日，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政协2017年协商
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和2018年协
商工作计划安排的报告。在2018
年的30项协商议题中，主题既围
绕“大局”又涉及“民生”。此外，
在网络议政平台建设上，今年省
政协将有进一步的探索。

根据协商工作计划安排，
2018年协商工作计划共30项，
其中专题协商3项，议题分别涉
及防控金融风险、乡村振兴和
污染防控等；对口协商7项，界
别协商10项，涵盖教育、科技、
民族团结、传统文化、医疗、旅
游等经济发展和民生领域方方
面面。省政协相关人士介绍，

“议题既是大局所需，又是民心
所向。”

在教育领域，有关于中小
学校园食品安全和民办幼教事
业发展的议题，都是当下关注
的热点问题。每一项议题都明
确了协商时间、牵头部门和主
要协商部门。其中界别协商中
的“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
议题，将于4月进行协商。

此外，提案办理协商计划
10项，对于未列入本年度协商
工作计划，而又确需在省政协
协商的议题，由省委、省政府有
关部门和省政协办公厅共同商
定，报省委、省政府、省政协负
责同志审定。

这30项协商议题是经过集
思广益后挑选出来的。省政协
相关人士介绍，从2017年10月，
就开始着手议题的征集。通过

向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政
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政
协机关内部定向征集以及向社
会公开征集，共征集选题245
个，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最终确
定30项协商工作议题。

根据报告，今年将建设专
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
提案办理协商等各种协商形式
互相衔接、相辅相成的立体化
协商平台。此外，还要探索建立
能够快速便捷启动协商程序的
机制，提高协商活动的灵活性。

上述人士表示，这要求协商
工作创新形式，提高协商工作的
效率。“今年计划继续推进完善
远程协商机制，利用信息化手
段，实现委员、学者和相关部门
的远程连线。”该人士说，“像港
澳委员或者部分专家由于地理
位置较远，集中在一起有些不方
便，使用远程协商的方式，可以
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协商平台，在网络议
政平台建设上，今年省政协将
有进一步的探索。报告提出，将
探索建立更加开放的网络议政
平台，拓展具有公共论坛性质
以及民意调查性质的网络协商
渠道，广泛收集民意，加强与政
协委员、社会公众的交流互动。

据悉，在网上议政平台建
设上，目前开设了协商网络图
文直播、官方门户网站专栏以
及联合网《政在协商》栏目，广
泛征集民意。下一步还计划就
具体议题通过网络征求公众意
见，进一步增强协商工作与社
会公众意见的呼应度。

省省政政协协十十二二届届一一次次会会议议闭闭幕幕
通过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

刘家义龚正王文涛出席 付志方当选省政协主席

吴翠云郭爱玲赵家军唐洲雁王艺华韩金峰王修林程林刘均刚当选省政协副主席

省政协今年确定30项协商议题，主题既“大局”又“民生”

将将探探索索建建立立更更开开放放的的网网络络议议政政平平台台

省政协常委、山东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
郑心建议，有关部门应进一
步监管中药流通领域及合理
使用，加大对中医药及中医
适宜技术的支付比例。

“中药配方颗粒在临床
上大量使用，但始终缺乏全
国统一生产工艺等质量标
准和统一的配方颗粒当量
换算标准”，郑心建议应进
一步加强对山东销售配方
颗粒饮片各生产企业的管

理，备案所销售中药配方颗
粒的质量标准和配方颗粒
当量，并呼吁或协同上级主
管部门制定全国统一的质
量标准。

另外，近几年砂仁、阿
胶、鹿角胶、龟板胶等涨价
明显，“相关部门应进一步
加强中药饮片的种植管理、
生产加工炮制管理、加强中
药饮片的储备以平抑物价，
让老百姓吃着放心、安心。”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陈玮

应加强储备中药饮片平抑物价

省政协委员、菏泽博爱医
院院长、菏泽市工商联副主席
钟国栋建议进一步加强基层
卫生服务的重要地位，不断改

进服务质量，增加公众对基层
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度。

钟国栋建议，首先要进
一步建立各级机构相互协作
的卫生服务提供体系，完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二级、
三级医疗机构服务一体化。
组建跨学科服务团队，充实
到基层医疗队伍中，与预防
服务相结合，为患者提供综
合全面的服务体验，进一步
改变二级、三级医院的角色，
将其引导到治疗疑难复杂疾

病和卫生人才队伍建
设上来。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陈玮

组建跨学科团队到基层医疗队伍

高校心理健康
从业人员应准入

省政协委员、济南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慧
青说，目前，大学生的“心理
贫困”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
注。她建议，要进一步加大高
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从业
人员业务能力建设力度，建
立健全从业人员准入制度、
上岗制度、业务培训制度，提
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
能。

张慧青说，我省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6年调查显示，2013-2015
级入学的大学新生中有三
成左右存在不同程度的心
理健康问题。她建议，教育
主管部门应加强督促检查，
在制定和研究学校发展规
划、政策制度、人员招聘、经
费分配时，真正把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放在与教
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队
伍建设等工作同等重要的
位置，加大经费投入，加强
工作保障。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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